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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建 筑 学 会 建 筑 经 济 分 会 
 

第四届全国高校基建管理论坛 

暨典型建设项目观摩研讨会 

邀请函 

各高校基建管理部门、基建财务与审计部门负责同志： 

在我国高等教育经历重大深刻变革的发展时期，高校基本建设工

作如何顺应大势，在校园规划建设、建设管理方面，有所作为、多添

建树，是摆在高校基建从业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深入探讨和交流新

形势下大学校园建设与管理创新，建筑经济杂志社定于 2018年 11月

1-4日在杭州召开第四届全国高校基建管理论坛暨典型建设项目观摩

研讨会。 

诚邀全国高校基建同业，齐聚杭城，共研实务。 

一、组织机构 

主办：建筑经济杂志社  

承办：浙江大学基建处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 

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 

支持：贵州理工学院 

      厦门大学基建处 

      上海市教育基建管理中心 

清华大学基建处 

      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同济大学基建处 

复旦大学基建处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规划与基建管理中心 

中央美术学院财务与资产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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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地点 

时间：2018年 11月 1-4日 

地点：浙江大学 紫金港校区 

三、论坛主题 

新形势下的校园建设与管理创新 

四、参会对象 

高校主管基建校领导；基建部门负责人及各科室专业技术人员；

基建审计、财务相关负责人等。 

五、主题报告（部分） 

题目：高校基本建设信息化的实践与探索 

——李凤旺 浙江大学校长助理，基建处处长 

题目：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大学校园规划与建设  

——龙奋杰 贵州理工学院 院长 

题目：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建设经验与体会 

——张建霖 厦门大学校长助理，基建处处长 

    题目：2018版《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修订简况与文本解读 

——奚道章 上海市教委原基建管理处 处长 

题目：《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的适用性比较 

——何红锋 南开大学法学院 教授 

题目：高校基本建设投资决策的探索与实践 

——韩锋 中央美术学院财务与资产管理处 处长 

题目：高校基建电子化动态管理平台的建设与思考 

——宁春明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规划与基建管理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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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专题论坛与互动研讨：基建管理创新 

题目：高校基建管理效能提升策略 

——李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校区建设办公室主任兼校园 

建设管理处处长 高级工程师 

题目：高校基建管理的模式更新和价值创造 

——盖世杰 清华大学基建规划处 高级工程师 

分组专题论坛与互动研讨：既有建筑改造 

题目：高校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之技术要点及应用实践 

——任晓崧 同济大学基建处 总工程师 

题目：高校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实践与思考 

——姜佩珍 复旦大学基建处 原处长 

分组专题论坛与互动研讨：基建管理信息化 

题目：基建交互工作管理平台的开发与运行 

——李平 西安交通大学校园规划与基建管理中心 副主任 

题目：高校基建信息化建设、运行的经验与思考 

——楼笑笑 浙江大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副主任 

分组专题论坛与互动研讨：基建管理实务 

题目：新时期高校基建投资风险防范与造价争议化解 

——孙凌志 山东科技大学 副教授 

题目：高校工程货物以监管采供为主的新思路 

——高国民 南京林业大学基建处 高级工程师 

六、日程安排 

时间 会议安排 地点 

11月 1日（周四）全天 报到 杭州城北瑞莱克斯大酒店 

11月 2日（周五）全天 
第四届全国高校基建管理
论坛——主题报告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11月 3日（周六）上午 
第四届全国高校基建管理
论坛——分组专题论坛与
互动研讨 

杭州城北瑞莱克斯大酒店 

11月 3日（周六）下午 项目参观学习——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求是大讲堂等 

11月 4日（周日） 会议结束，代表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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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关费用 

1.会务费：1800元/人，包括场地费、资料费、餐费、专家费等。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汇款账号 

开户名：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东三环支行 

账  号：1109 0800 1310 606 

注：1）会务费由依托单位——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原

建设部科技信息研究所）代收并开具发票。 

2）转账汇款请备注“高校基建论坛”，并务必于 10月 25日前汇

寄完成。会议报到时，会务费可收取现金或刷银行卡。 

3）转账汇款的发票在报到时领取，现场交费的发票会后邮寄。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  晨 010-57368845  13810221388 

        许紫薇 010-57368813  13716879687 

        路  恒 010-57368813  18811581764 

        刘  芳 010-57368840  13910209835 

传  真：010-57368845     邮 箱：jzjjfhmsc@163.com  

网  站：www.coneco.com.cn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36号  

邮  编：100120 

 

附件：1. 会议回执 

      2. 乘车参考路线 

 

 

建筑经济杂志社 

 

   2018年 9月 26日   

mailto:jzjjfhms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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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回执 

姓  名  性  别  

单  位  部  门  

职  务  职  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E-mail  

房间预订 

□标准大床间 380元/间·天 

□标准双人间 380元/间·天 

□自住  

□合住，合住人：           

□由会务组安排合住 

住宿日期：□11月 1日 □11月 2日 □11月 3日 共   晚 

分组专题论坛 
同期进行，请选择一项 

□基建管理创新        □既有建筑改造 

□基建管理信息化      □基建管理实务 

项目参观学习——浙江大学紫金港西区求是大讲堂等 □参加 □不参加 

注：1.请每人填写一份回执，并请务必于 2018年 10月 20日前将回执传真至 010-57368845

或 email至 jzjjfhmsc@163.com；10月 20日之后提交的回执，将不能保证酒店住房。 

    2.该回执表可登录中国建筑经济网 www.coneco.com.cn，在公告栏的会议通知页面下载。 

发票信息回执 

发票抬头  
内容 □会务费 

纳税人识别号  

通讯地址  邮编  

联 系 人  手机  

汇款时间  金额  

缴费形式 □银行转账 □邮局汇款 □支付宝转账 □报到时刷卡 □报到时现金 

增值税普通发票请填写以上信息，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填写全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备注：1.以上信息请与财务人员认真核对，以免发生错误。 

   2.为避免开票信息错误，请回复电子版信息回执表。 

3.建议当月开具的发票当月报销，以免有问题影响退换。  

mailto:请务必于2018年10月20日前将回执传真至010-57368845或email至jzjjfhmsc@163.com
mailto:请务必于2018年10月20日前将回执传真至010-57368845或email至jzjjfhmsc@163.com
http://www.conec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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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杭州城北瑞莱克斯大酒店方位及乘车参考路线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星桥街 198号（杭行路与祥富路交叉口） 

电话：0571-56090000 

 

杭州城站：乘坐 185 路(城站火车站-汽车北站)到达杨六村站，同站

换乘 47路(万事利丝绸汇-运河广告产业园)到杭行路祥庆街口站，步

行 450米到达酒店；乘出租车约 50元。 

杭州东站：乘坐 47路(万事利丝绸汇-运河广告产业园)到杭行路祥庆

街口站，步行 450米到达酒店；乘出租车约 60元。 

杭州萧山机场：乘坐机场大巴汽车北站（九堡客运中心）专线（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汽车北站）在杭州汽车北站公交站下车，步行 240 米

到达汽车北站公交站，乘坐 91路（老东岳-祥云路公交站）到杭行路

祥庆街口站，步行 450米到达酒店；乘出租车约 130元。 


